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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0 年研究生自主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原计划出国读书的中国学

生留学路径遇阻，为切实解决这一群体学生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在有关部门的指

导和安排下，结合西交利物浦大学研究生招生的实际情况，特为 2020 年秋季学

期自主择优招录符合条件的留学生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XJTLU）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由西安交通大学和

英国利物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UK）在苏州合作创立的一所

新型国际大学，大学采用国际先进教育管理模式，以世界知名大学标准全球选聘

名师，实行专业课程全英文教学，拥有先进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针对日益全

球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未来世界，西交利物浦大学创新性地构建国际

化专业精英和国际化行业精英两种育人体系，旨在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竞争力

的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行业管理人才以及创业家。  

高校名称：西交利物浦大学（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高校性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颁发证书：英国利物浦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证书（由英国利物浦大学直接颁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认可，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获得认证）。 

招生对象：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

遵纪守法；3）持有境外大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原计划就读

境外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中国籍学生；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的体检要

求。 

拟录取规模：100人。 

第三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在公开、公正、公平

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选拔和

录取适合我校的优秀学生。 

第四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是学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

的常设机构，协调处理学校招生工作日常事务，向考生和家长介绍学校情况和招

生政策。西交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是学校组织和实施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

的常设机构，协调学校学术院系开展研究生录取工作，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发放

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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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录取规则 

第五条 硕博研究生录取 

西交利物浦大学将综合考察学生的学术成绩和英语语言成绩、本科专业背景、

原录取境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录取专业等方面，采用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方式

自主招生。西交利物浦大学现有 33 个硕士研究生专业和 16 个博士研究生专业，

专业列表详情见附件一、附件二。 

第六条 硕士研究生录取条件 

1．学术成绩要求： 学生本科加权平均分成绩须达到学校研究生录取专业的

学术成绩要求。 

英国院校 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以上 

中国院校 

211 以及 2019 上海软科排名前 100 的高校：加权均分 

75 分及以上; 

其他学校：加权均分 80-85 分及以上, 视学校而定 

北美院校 
GPA 成绩 3.0 及以上（总分 4），或者本科最后 2 年

的 GPA 成绩 3.2 及以上 

其他地区院校 等同学历 

2．英语语言成绩要求：因专业而异，详见附件一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列表。

学生须达到学校硕士研究生录取专业的最低英语语言成绩要求。 

3. 持有境外大学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考生须在 9 月 16 日前在我校硕士研究生申请页面按时递交完整的申请材料

并上传境外大学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完成申请步骤。 

第七条 博士研究生录取条件 

1. 学术成绩要求：学生本科（及硕士研究生阶段）加权平均分成绩须至少达

到以下要求。 

英国院校 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以上或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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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院校 

211 以及 2019 上海软科排名前 100 的高校：加权均分 

75 分及以上； 

其他学校：加权均分 80-85 分及以上, 视学校而定 

北美院校 
GPA 成绩 3.0 及以上（总分 4），或者本科最后 2 年

的 GPA 成绩 3.2 及以上 

其他地区院校 等同学历 

2. 英语语言要求：因专业而异，详见附件二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列表。学

生须达到学校博士生研究生录取专业的最低英语语言成绩要求。 

3. 持有境外大学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博士申请人须确认研究方向与博士生导师后，在我校博士研究生申请页面

递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并上传境外大学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完成申请步骤。博士

生申请不设截止日期，入学时间为每年 3月 1日、6月 1日、9月 1日或 12月

1日。 

第八条 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颁发的《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学生入校后需进行体格检查，凡

在体检中弄虚作假或有重大疾病隐情不报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入学资格。 

第九条 新生入学后，录取的学生应放弃原留学资格，并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学

生注册系统注册，同时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注册系统中注册。 

  

第三章   培养模式及收费标准 

第十条 培养模式： 

1．硕士项目学制：18-24个月（全日制）；24-36个月（非全日制） 

2．博士项目学制：24-48个月（全日制）；48-72个月（非全日制） 

3．学习地点：西交利物浦大学 

第十一条 学费： 

1.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新生学费详见附件一研究生招生专业列表。住宿费为

每学年人民币 2,200元/人（四人间）；代收费为人民币 3,000元（含教

材费等，多退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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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新生学费为每学年人民币 8 万元，非全日制每

学年 6万元。住宿费为每学年人民币 2,750元/人（二人间）。 

第十二条 退费方法：按照苏价费[2005]103号文件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西交利物浦大学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电话：0512-81889001/88167111 

电邮：硕士研究生：pgadmissions@xjtlu.edu.cn   

      博士研究生：DoctoralStudies@xjtlu.edu.cn 

网站：http://www.xjtlu.edu.cn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仁爱路 111号中心楼 860室 

邮编：215123 

第十四条 本章程由西交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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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列表 
专业 总学费 学制 英语要求 本科背景 

城市规划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本科专业为城乡(市)规划和

设计、建筑学、地理学、经

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

社会和公共政策等相关学科 

城市规划(城

市设计方向)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0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本科专业为工业设计、工程

学、建筑学、城乡(市)规划

和设计或其他设计类相关学

科，根据专业主任要求申请

者或需要提交设计作品集(A3 

大小，通常 10 到 30 幅，

PDF 格式) 

建筑设计 160,000 全日制 24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建筑学或相关专业，申请者

需要提交创意作品集(A3 大

小，通常 10 到 30 幅，PDF 

格式)，具备建筑行业相关实

习经验将有助于申请，但不

是必要条件 

可持续建筑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6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土木工程或相关学科 

土木工程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6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土木工程或相关学科 

建筑工程管

理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6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本科为土木工程或其他相关

专业学科 

管理学 12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商科背景优先 

金融学 12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金融学、会计学、经济学、

管理学、理学或工学等，具

备定量分析方法、统计学或

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经济与金融 12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金融学、会计学、经济学、

管理学、理学或工学等，具

备定量分析方法、统计学或

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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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分析 12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

销、经济学、管理学、理学

或工学等，最好具备计量经

济学方面的知识，但非必需 

项目管理 120,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0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专业不限 

国际工商管

理硕士

(IMBA) 

260,000 非全日制 24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专业不限，通常需要 8 年以

上工作经验，具有中高级管

理经验 

专业会计 14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会计学本科学位，至少已经

通过 4 门英格兰及威尔士特

许会计师协会(ICAEW)初级考

试(CFAB)。获得 ICAEW 或 

ACCA 同等免试资格也可。没

有会计学本科学位，但已经

获得 6 门 CFAB 证书(或同

等免试资格)者亦可申请。具

备相关职业工作经历、但无

会计类本科学位者，需提供

会计或金融行业培训及工作

经历证明， 符合条件者亦可

申请，录取情况酌情决定。 

投资管理 12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数学、金融学或相关学科，

或者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并掌

握定量分析方法、统计学或

金融数学知识 

运营与供应

链管理 
120,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6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专业不限 

计算机科学

(研究型)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计算机科学相关学科，拥有

编程和程序设计经验 

金融计算学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0，或等同条件 

计算机科学、金融投资学、

信息系统、电子商务、数

学，以及编程和程序设计经

验 

社会网络计

算技术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0，或等同条件 

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信息

系统、电子商务或数学，以

及编程和程序设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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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学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0，或等同条件 

计算机科学、工程、商务或

金融数学等相关学科 

多媒体通信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0，或等同条件 

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等相关学科领域 

可持续能源

技术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0，或等同条件 

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数学、半导体物

理、自动化与控制、嵌入系

统、工程热物理学等相关专

业 

低碳电力与

能源技术(研

究型)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0，或等同条件 

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

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数学、半导体物

理、自动化与控制、嵌入系

统、工程热物理学等相关专

业 

模式识别与

智能系统硕

士专业(研究

型)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0，或等同条件 

数字媒体技术，电气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电一

体化和机器人系统等相关专

业 

金融数学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工

程学、计算机科学、金融学

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领域 

工业设计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本科专业为工业设计，工

程，建筑学，城乡(市)规划

与设计等设计相关专业，申

请者需要提交设计作品集(A3 

大小，通常 10 到 30 幅，

PDF 格式) 

高级化学(研

究型)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0，或等同条件 

化学或相关学科 

分子生物(研

究型)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6.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0，或等同条件 

生命科学等相关学科 

国际关系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0个月 

学术类雅思 7.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6.0，或等同条件 

国际关系，政治学，传播

学，社会学，法律，经济

学， 历史，哲学，管理，国

际研究，区域研究或同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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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学士学位或相关专业学

位。 

国际商务与

全球事务 
105,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0个月 

学术类雅思 6.5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5.5，或等同条件 

国际关系或商业与管理学士

学位或相关专业学位 

国际化教育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6个月 

学术类雅思 7.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6.0，或等同条件 

专业不限，有教育机构中工

作经历者优先 

中国研究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学术类雅思 7.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7.0，或等同条件 

专业不限 

对外英语教

育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 

非全日制 30个月 

学术类雅思 7.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6.0，或等同条件 

英语、语言学、教育学或文

学，无需教学经验，但具备

中等或高等教育领域相关教

学经验将有助于申请 

媒体与传播 90,000 
全日制 18个月非

全日制 30个月 

学术类雅思 7.0及以

上且各项得分不低于

6.0，或等同条件 

传播学、媒体、传媒英语或

类似专业，无需实际工作经

验，但具备相关媒体工作背

景与经验将有助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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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博士研究生专业列表及录取要求 

专业 学术要求（基于英国学分体制） 英语要求 

建筑学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

以上或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 
雅思 6.5 (写作不低于 6.5) 

生物科学 

在相关学术专业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以上

或英国二级乙等荣誉学位及硕士学位或同等学

历 

最低要求: 雅思 6.5 (小分

不低于 5.5) 

商学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雅思 6.5 (阅读和写作不低

于 6.5，其他不低于 6.0) 

化学 在化学相关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雅思 6.5 (小分不低于 5.5) 

中国研究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学术均分

达到 65分及以上（中国院校毕业生均分达到 80

分及以上） 

雅思 7.0 (小分不低于 6.5) 

土木工程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

以上或同等学历 
雅思 6.5 (小分不低于 5.5)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

程 

在计算机科学或相关学术专业获得英国二级甲

等荣誉学位及以上或同等学历 
雅思 6.5 (小分不低于 5.5) 

电气与电子工程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

以上或同等学历 
雅思 6.5 (小分不低于 5.5) 

英语文化传播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学术均分

达到 65分及以上（中国院校毕业生均分达到 80

分及以上） 

雅思 7.0 

环境科学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

以上或同等学历 
雅思 6.5 (小分不低于 5.5) 

公共健康 

在相关学术专业（人类学、医学、心理学或社

会学）获得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以上或同

等学历 

最低要求: 雅思 7.0 (小分

不低于 6.0) 

教育学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

以上或同等学历 
雅思 6.5 (小分不低于 6.0) 

数学科学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

以上或同等学历 
雅思 6.5 (小分不低于 5.5) 

工业设计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

以上或同等学历 
雅思 6.5 (小分不低于 5.5) 

城市规划与设计 
在相关学术专业获得英国二级甲等荣誉学位及

以上或同等学历 
雅思 6.5 (小分不低于 5.5) 

国际关系 在相关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雅思 7.0 

 


